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910708288.0

(22)申请日 2019.08.01

(71)申请人 南京古田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 211500 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嘉陵江

东街18号06幢17层

    申请人 南京正明观新材料有限公司

(72)发明人 施海波　彭继东　刘欢欢　付巧连　

丁益波　曹婷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弘权知识产权代理事务

所(普通合伙) 11363

代理人 逯长明　许伟群

(51)Int.Cl.

C23G 1/14(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水基清洗剂及其制备方法

(57)摘要

本申请提供一种水基清洗剂，包括以下重量

百分比的组分：柠檬酸钠1％～6％；五水偏硅酸

钠3％～6％；葡萄糖酸钠1％～4％；螯合型分散

剂2％～5％；聚丙烯酸钠1％～3％；复配表面活

性剂3％～8％；改性琥珀酸盐1％～2％；余量为

水。本申请提供了一种铝合金、不锈钢等冲压件

用水基清洗剂，该水基清洗剂具有以下特点：除

油、除灰二合一，去污能力强，清洗速度快；清洗

对象范围广，包括铝合金和不锈钢等；呈弱碱性，

不会腐蚀铝合金、不锈钢等金属工件；不含磷，有

利于废水处理；制备方法简单，易操作；成本适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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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水基清洗剂，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重量百分比的组分：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水基清洗剂，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重量百分比的组分：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水基清洗剂，其特征在于，所述螯合型分散剂是一种改性

亚甲基萘磺酸盐的粉体。

4.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水基清洗剂，其特征在于，所述复配表面活性剂包括以下

重量份的组分：

异构醇聚氧乙烯醚                 4～6重量份；

直链醇聚氧乙烯醚硫酸铵盐         1～4重量份；

其中，基于1g计为1重量份。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水基清洗剂，其特征在于，所述复配表面活性剂由异构醇聚氧

乙烯醚和直链醇聚氧乙烯醚硫酸铵盐按重量比5:1配制而成。

6.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水基清洗剂，其特征在于，所述改性琥珀酸盐是十二烯基

琥珀酸酐在碱性条件中水解后的产物。

7.一种制备权利要求1～6中任一项所述水基清洗剂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包

括：

将配方中的柠檬酸钠、五水偏硅酸钠、葡萄糖酸钠、螯合型分散剂混合后溶于水，在室

温下充分溶解、搅拌均匀，形成混合体系；

在所述混合体系中依次加入聚丙烯酸钠、复配表面活性剂，继续搅拌，同时加入改性琥

珀酸盐直至溶液澄清，即得到水基清洗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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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水基清洗剂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申请涉及金属清洗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水基清洗剂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在冲压工艺中，以不锈钢、铝合金等为原材料，利用模具将冲裁后得到的平板毛坯

冲压成各种开口空心零件，或者，将开口空心毛坯减小直径、增大高度，可以制造成筒形、阶

梯形、锥形、球形、盒形和其他不规则形状的薄壁零件。与翻边、胀形、扩口、缩口等其他冲压

成形工艺配合，还能制造形状极为复杂的零件。在汽车、飞机、拖拉机、电器、仪表、电子等工

业部门的生产过程中，冲压工艺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0003] 在上述加工过程中，工件表面往往会粘附冲压油、黑灰或其他杂质，这些污垢会影

响下一道工序的进行，所以需要及时清洗。冲压油是由矿物基础油加入多效极压剂、油性剂

等多种添加剂耦合而成，一般粘度较高，在工件表面附着力强，且混合了黑灰或其他杂质，

因此清洗难度较大。目前，针对不锈钢、铝合金等冲压件的清洗剂多为强碱性水基清洗剂或

有机溶剂清洗剂，两者虽然除油效果好，但除灰效果差，另外强碱性清洗剂对铝合金表面腐

蚀较为严重，有机溶剂存在挥发污染环境、易燃等问题。

发明内容

[0004] 本申请提供一种水基清洗剂，以解决现有技术存在的除灰效果差的问题。另外，本

申请提供的水基清洗剂为弱碱性的，不会腐蚀铝合金表面；且不存在挥发污染环境、易燃等

问题。

[0005] 本申请的第一方面，提供一种水基清洗剂，包括以下重量百分比的组分：柠檬酸钠

1％～6％；五水偏硅酸钠3％～6％；葡萄糖酸钠1％～4％；螯合型分散剂2％～5％；聚丙烯

酸钠1％～3％；复配表面活性剂3％～8％；改性琥珀酸盐1％～2％；余量为水。

[0006] 可选的，所述水基清洗剂包括以下重量百分比的组分：柠檬酸钠2％～5％；五水偏

硅酸钠3％～5％；葡萄糖酸钠1.5％～3％；螯合型分散剂3％～5％；聚丙烯酸钠1％～2％；

复配表面活性剂3％～6％；改性琥珀酸盐1％～2％；余量为水。

[0007] 可选的，所述螯合型分散剂是一种改性亚甲基萘磺酸盐的粉体。

[0008] 可选的，所述复配表面活性剂包括以下重量份的组分：异构醇聚氧乙烯醚4～6重

量份；直链醇聚氧乙烯醚硫酸铵盐1～4重量份；其中，基于1g计为1重量份。

[0009] 可选的，所述复配表面活性剂由异构醇聚氧乙烯醚和直链醇聚氧乙烯醚硫酸铵盐

按重量比5:1配制而成。

[0010] 可选的，所述改性琥珀酸盐是十二烯基琥珀酸酐在碱性条件中水解后的产物。

[0011] 本申请的第二方面，提供一种制备第一方面任意一种可能实现方式提供的水基清

洗剂的方法，所述方法包括：

[0012] 将配方中的柠檬酸钠、五水偏硅酸钠、葡萄糖酸钠、螯合型分散剂混合后溶于水，

在室温下充分溶解、搅拌均匀，形成混合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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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在所述混合体系中依次加入聚丙烯酸钠、复配表面活性剂，继续搅拌，同时加入改

性琥珀酸盐直至溶液澄清，即得到水基清洗剂。

[0014] 本申请提供了一种铝合金、不锈钢等冲压件用水基清洗剂，该水基清洗剂具有以

下特点：除油、除灰二合一，去污能力强，清洗速度快；清洗对象范围广，包括铝合金和不锈

钢等；呈弱碱性，不会腐蚀铝合金、不锈钢等金属工件；不含磷，有利于废水处理；制备方法

简单，易操作；成本适中。

具体实施方式

[0015] 以下对本申请进行详细说明。

[0016] 为了解决现有清洗剂存在的易腐蚀铝合金、有机溶剂易挥发的问题，本申请提供

一种水基清洗剂，包括以下重量百分比的组分：柠檬酸钠1％～6％；五水偏硅酸钠3％～

6％；葡萄糖酸钠1％～4％；螯合型分散剂2％～5％；聚丙烯酸钠1％～3％；复配表面活性剂

3％～8％；改性琥珀酸盐1％～2％；余量为水。

[0017] 柠檬酸钠在清洗剂技术中，可替代三聚磷酸钠作为无磷清洗剂的助剂，具有水溶

性好、对水中的Ca2+、Mg2+等金属离子具有优良的螯合能力、分散能力、抗再沉积能力以及能

被生物降解等特点。本申请中，柠檬酸钠的用量占总量的1％～6％，柠檬酸钠的加入量过

多，会导致清洗剂较难保持均一、稳定的状态，过少也会影响清洗效果。

[0018] 五水偏硅酸钠为白色结晶状粉末，易溶于水和稀碱液中，不溶于醇和酸，具有去

垢、乳化、分散、湿润、渗透性及PH值缓冲能力。在本申请提供的水基清洗剂中，五水偏硅酸

钠作为一种助剂，具有去除油污的作用，其用量在3％～6％。如果用量过多，一方面容易在

清洗剂中析出、沉淀，另一方面如果漂洗不干净，往往在工件表面有硅斑残留，影响清洗效

果。

[0019] 葡萄糖酸钠作为高效螯合剂、阻垢剂，能够辅助清洗工件表面污渍，在金属清洗、

玻璃瓶清洗中广泛使用。葡萄糖酸钠加入量过多同样会导致清洗剂较难保持均一、稳定的

状态，过少也会影响清洗效果。

[0020] 可选的，本申请所述螯合型分散剂的牌号为DA-P。所述螯合型分散剂是一种改性

亚甲基萘磺酸盐的粉体。亚甲基萘磺酸盐本身具有优良的扩散性，能有效地分散颗粒物，且

易溶于任何硬度的水中。本申请在亚甲基萘磺酸盐结构中引进羧基，由于羧基具有较强的

螯合性能，使得改性亚甲基萘磺酸盐螯合性能增强，明显改善去除金属表面黑灰或其他固

体颗粒的效果。本申请中，螯合型分散剂的用量为2％～5％，如果用量过多，不仅对清洗无

益，而且容易在清洗剂中析出、沉淀；用量过少，则会影响黑灰的清洗效果。

[0021] 聚丙烯酸钠溶解于冷水、温水、甘油、丙二醇等介质中，对温度变化稳定，具有固定

金属离子的作用，能阻止金属离子对产品的消极作用，是一种具有多种特殊性能的表面活

性剂。聚丙烯酸钠随着相对分子质量增大，自无色稀溶液至透明弹性胶体乃至固体。性质、

用途也随相对分子质量不同而有明显区别。本申请所述聚丙烯酸钠为低相对分子质量的聚

丙烯酸钠，可选的，选用相对分子质量为4500的聚丙烯酸钠。如果选用相对分子质量较大的

聚丙烯酸钠，会导致体系不稳定，甚至出现分层的现象。

[0022] 可选的，本申请所述复配表面活性剂的牌号为556-W。所述复配表面活性剂包括以

下重量份的组分：异构醇聚氧乙烯醚4～6重量份；直链醇聚氧乙烯醚硫酸铵盐1～4重量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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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基于1g计为1重量份。

[0023] 异构醇聚氧乙烯醚是一款多功能非离子型表面活性剂，具有优异的润湿、渗透能

力，适合金属清洗；直链醇聚氧乙烯醚硫酸铵盐是阳离子表面活性剂，具备特殊的剥离作

用。本发明人发现，异构醇聚氧乙烯醚与直链醇聚氧乙烯醚硫酸铵盐具有协同效应，复配使

用后清洗性能更佳。本申请中，复配表面活性剂的用量为3％～8％，若提高用量，则需要添

加更多的增溶剂使得清洗剂保持均一、稳定。

[0024] 可选的，所述复配表面活性剂由异构醇聚氧乙烯醚和直链醇聚氧乙烯醚硫酸铵盐

按重量比5:1配制而成。

[0025] 可选的，所述改性琥珀酸盐的牌号为HY-95。所述改性琥珀酸盐是十二烯基琥珀酸

酐在碱性条件中水解后的产物。改性琥珀酸盐是一款高效增溶剂，使得表面活性剂和无机

盐“相容”，从而使清洗剂保持均一、稳定。该配方体系需要添加1％～2％即可。

[0026] 由以上技术方案可知，本申请提供了一种铝合金、不锈钢等冲压件用水基清洗剂，

该水基清洗剂具有以下特点：除油、除灰二合一，去污能力强，清洗速度快；清洗对象范围

广，包括铝合金和不锈钢等；呈弱碱性，不会腐蚀铝合金、不锈钢等金属工件；不含磷，有利

于废水处理；制备方法简单，易操作；成本适中。

[0027] 可选的，所述水基清洗剂包括以下重量百分比的组分：柠檬酸钠2％～5％；五水偏

硅酸钠3％～5％；葡萄糖酸钠1.5％～3％；螯合型分散剂3％～5％；聚丙烯酸钠1％～2％；

复配表面活性剂3％～6％；改性琥珀酸盐1％～2％；余量为水。

[0028] 另外，本申请提供一种制备水基清洗剂的方法，所述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9] 步骤1-1，将配方中的柠檬酸钠、五水偏硅酸钠、葡萄糖酸钠、螯合型分散剂混合后

溶于水，在室温下充分溶解、搅拌均匀，形成混合体系；

[0030] 步骤1-2，在所述混合体系中依次加入聚丙烯酸钠、复配表面活性剂，继续搅拌，同

时加入改性琥珀酸盐直至溶液澄清，即得到水基清洗剂。

[0031] 在将本申请所述水基清洗剂应用于清洗不锈钢、铝合金等冲压件的除油除灰操作

时，使用方法如下：

[0032] 步骤2-1，将水基清洗剂原液用自来水稀释至3％-5％(质量浓度)，制备成清洗剂

稀释液。

[0033] 步骤2-2，可将不锈钢、铝合金等冲压件置于所述清洗剂稀释液中超声清洗，室温

或加热清洗均可。或者，可将不锈钢、铝合金等冲压件置于所述清洗剂稀释液中浸泡清洗，

室温或加热清洗均可。

[0034] 以下通过实施例对本申请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35] 根据下表各个实施例的配方准备原料：

[0036] 表1各个实施例的配方

[0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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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8]

[0039] 采用以下步骤制备各个实施例对应的水基清洗剂：先将配方中的柠檬酸钠、五水

偏硅酸钠、葡萄糖酸钠、螯合型分散剂混合后溶于水，在25℃左右搅拌均匀，得到混合体系，

然后在混合体系中依次加入聚丙烯酸钠(分子量：4500)、复配表面活性剂，继续搅拌，同时

加入改性琥珀酸盐直至溶液澄清，即得到无磷除油除灰水基清洗剂。

[0040] 为了验证上述各个实施例对应的水基清洗剂的效果，本申请对水基清洗剂进行清

洗实验，实验方法如下：选取21根同一批受到冲压油、黑灰污染的不锈钢管，分别采用每个

实施例在50-60℃下超声清洗3根不锈钢管，然后用自来水漂洗2次，直至清洗干净，对比清

洗时间。另外选取21个同一批受到冲压油、黑灰污染的铝电池盒，本申请所用铝电池盒的材

质为铝合金，清洗方法同前述。清洗干净的标准为工件表面均无冲压油、黑灰残留，表现为

工件表面水膜铺展均匀，并且用纸擦没有明显黑灰。各个实施例的清洗时间如表2所示。

[0041] 表2各个实施例的清洗时间

[0042]

[0043] 由上述各实施例清洗结果可知，各个实施例均能够字6min以内将不锈钢或者铝电

池盒表面的油污和黑灰清洗干净，且实施例1、2、3、5除油、除灰效果最佳。

[0044] 取5号实施例作为本申请的水基清洗剂代表，与市售碱性水基清洗剂、市售有机溶

剂清洗剂对比清洗效果。

[0045] 实验方法如下：选取90根同一批受到冲压油、黑灰污染的不锈钢管，平均分为三

组，分别采用实施例5、市售碱性水基清洗剂以及市售有机溶剂清洗剂在50-60℃下超声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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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控制不同清洗剂的清洗时间均为4min30s，然后用自来水漂洗2次。另外选取90个同一批

受到冲压油、黑灰污染的铝电池盒，清洗方法同前述。记录不同清洗剂对同一批不锈钢管或

者铝电池盒的清洗效果。不锈钢管的清洗效果如表3所示，铝电池盒的清洗效果如表4所示。

[0046] 表3

[0047]

[0048] 表4

[0049]

[0050] 由上述对比例可知，本申请实施例5提供的水基清洗剂对不锈钢、铝合金等冲压件

除油、除灰效果突出，且不会腐蚀铝合金工件，也不存在挥发污染环境、易燃等问题。

[0051] 以上结合具体实施方式和范例性实例对本申请进行了详细说明，不过这些说明并

不能理解为对本申请的限制。本领域技术人员理解，在不偏离本申请精神和范围的情况下，

可以对本申请技术方案及其实施方式进行多种等价替换、修饰或改进，这些均落入本申请

的范围内。本申请的保护范围以所附权利要求为准。

说　明　书 5/5 页

7

CN 110257841 A

7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